
這堂(課)談歷史的。凡是看一種歷史的，最重要的，一方面要從時間和從空間，

從兩個角度去看它。佛教史或者佛學史亦不能例外的。那麼現在講中國佛學史，我們

先從……還沒講入之前，我們先講人物，講完人物，就講甚麼呢? 佛教(傳)去中國那

條路線。我們所謂東方文化，東亞的文化大概……東亞的，一般來講兩大系，一系就

是印度文化，在印度的，蔓延於在喜馬拉雅山南面，和喜馬拉雅山的西南面，由那裏

發源。就由印度河流域一路蔓延到恆河流域，這裏。

由於這一處地方(的)北面是喜馬拉雅山，這裏(是)帕米爾高原，這裏興都庫什

山。那麼印度的南邊，不夠寫，大海，兩面大海，那麼她……首先婆羅門教在這裏西

北面就先發源，因為印度人是雅利安民族，是由西北面入印度的，就停居在印度河上

流這一帶的時候，就以婆羅門的思想(為)發達。婆羅門的思想發達之後，結果產生很

多教派，很多(宗教)，產生了大概重要的有十派、八派的宗教、哲學。

印度的宗教和哲學分不開的，不過印度那些宗教都是講哲理的，而印度的哲學亦

是講修持的。那麼她有十派八派(興)旺。這樣漸漸地產生反動，這個婆羅門的思想漸

漸……凡是物極必反，漸漸產生反動。當它產生反動的時候，就很多那些叫做「沙門

團」出現了。這些所謂沙門團就大致上來看，都是不肯受婆羅門原來的正統思想的束

縛。很多這些沙門團顯現，自己建立新的體系的。

佛教，如果站在佛教徒來講，就是佛前生積累很多功德，到今生就來這個世界裏

成佛，來度眾生。那這個就是佛教徒的看。如果從歷史的看法，就說它由婆羅門教一

直發展的結果，產生很多沙門團，其中佛教不過是沙門團之一。所謂沙門團就是那些

出家的集團，出家修行，在森林裏面思維，尋求這個宇宙與人生的道理，而建立他的

思想的體系，那麼這些就是沙門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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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就是沙門團之一。那它當佛教興起的時候，印度的文化已經漸漸向東漸，那

麼佛教興起就不在西北印度的，婆羅門的興起在西北印度一帶。佛教興起的時候，在

恆河以北，即是現在尼泊爾的南面，自黃河以北，不是，恆河以北這一幅地方，佛一

世來來往往布教，都是在這個圈(以內)。不論怎樣，不論你幾多沙門團，都是由婆羅

門一路發展、異變而產生。

那麼，我們綜合來講，我們只是叫它做印度文化，或者印度文明來解釋。那麼這

個印度文化所流傳的地方，北面有喜馬拉雅山限制 ，阻截了那個交通，本來向北交着

通。西北面有很多山脈地帶，又有那個「世界屋頂」，再上有「世界屋頂」，帕米爾

高原那裏，限制 南北的交通。南面 着 (有)兩、三面大洋，三面大洋又限制 ，因為着

古代那些航海的工具不方便，又限制 。那即是說無形中，地理環境限制 它，成為着 着

一個圈子。所以一般人就稱它做甚麼? 印度文化的圈子。現代講佛教史都是這樣講下

去。

另外一方面，我們的東面黃河流域一帶，我們有中國自己的本身的文化，我們中

國人很早、很早就在黃河流域一帶建立農業的社會。那我們中國人是當時的農耕的民

族，就在這裏建立我們自己的文化。那我們中國文化發源於黃河流域一帶。向南漸

漸，向南伸展而到長江流域，再向南伸展，而到珠江流域，那麼這個中國文化又形成

一個文化的區域，即是所謂甚麼? 中國文化圈了。那麼在這兩個文化圈裏面，就產生

了印度文化和中國文化，兩個。

聽眾：羅公，我想問婆羅門教原本在哪裏來的?

羅公：嗄?

聽眾：婆羅門教原本在哪裏，它本來是哪裏傳入的?

羅公：婆羅門教，是嗎?婆羅門教大概那個發源是這樣的，本來在中央亞細亞，

聽眾：即是中亞……

羅公：是，一個印歐民族。印歐民族是中央亞細亞，是伊朗的東北面那麼上下，就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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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裏遊牧，那裏(有)一帶草原，在那裏遊牧的。大概他在那一帶草原遊牧的時

候，看見那個宇宙，一片大草原，早上時看見太陽升，晚上看見太陽落，就覺

得宇宙很神奇，就變了產生一種崇拜天的思想。那麼，因此就漸漸就萌芽了早

期婆羅門教的思想，已經有多少萌芽，但是未曾很具體。那麼(直)至後來，那

個印歐民族在伊朗東部附近一帶，他(們)可能因為氣候的變遷，可能因為氣候

的變遷和人口的增加，於是……因為他(們)本身是遊牧民族，有些就向西行，

就帶 那些遊牧隊，那些牛羊那樣一直向西行。於是，見到那裏有好山好水，着

他們就去了。那些遊牧民族行路不怕遠的，一路去，一直向西行，就變了進入

了歐洲的東部了。

就變了希臘民族，希臘、意大利。再向西行，就變了那些西班牙人，再過海，就

變了英國。向西行，這支就叫做由印歐民族分出來的，就變了歐洲人了，變了歐洲人

是嗎? 都是白種人，白種人來的。那麼，另外有一支就向東南面行，另一支向東南面

行。向東南面行就大概就行至伊朗的東南部那麼上下，那麼差不多一帶，哪裏我們無

辦法確知，就是這裏那麼上下。他(們)那些部份，曾經試過一個時候的停留，那麼變

了，舊時的思想就變了帶到去了。

就是那種原始的婆羅門教思想，就在那裏更加擴大，更加擴大了。那麼來到這裏

的，那麼東南面行來到這一處，停留的時候，漸漸地，不知道它何種原因，有一部份

向西南發展，向西南行，就變了現在的阿拉伯人了，那些可能是。另外一支就向東南

面行，這支向西南面行，另外一支向東南面行，就行到那個印度的西北面，那個地方

叫做五河地帶，這裏，五河地帶。

好似有五條河流，五河地帶，五條河都在那裏。那些，一般是山岳地帶，興都庫

什山的。這裏喜馬拉雅山，這裏興都庫什山。那裏上一些有一個岡底斯山，再上那裏

帕米爾高原。那些水就從那邊流(出)，(流)到去這裏五河地帶。就在五河地帶的時

候，就停留，住 了。停留着 (居)住的時候就產生，正正式式產生婆羅門那些《吠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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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思想，Veda 思想。

婆羅門的經典大概是那裏的時候，住在五河地帶的時候已經孕育了。婆羅門的思

想在那裏具體而微了。那麼他(們)在那裏的時候，一路向東南邊處落，那這一些來到

這裏，分支的這一支，叫做雅利安民族了，白人種來的，就入印度了。入到印度，

(他們)整個民族向東南面行的時候，那兩邊，那些人，有幾類人。一類就很聰明的那

些人，就整天都祭天地，夜觀星象，和有空就沉思哲理，這些所謂婆羅門了。

因為他們信仰神了，Brahmā，Brahmā即是天神這樣解釋。現在那些人叫做

「梵」，那個梵字就是 Brahmā的譯音了。Brahmā即是那個最高的天神，叫做

Brahmā。不過，它初期這個婆羅門這三個字傳到來中國的時候，中國人譯音，中國

古人，我們中國古人譯音，一定(省)略了兩種音的。第一，那些振舌的音，那些讀 r

的音，往往但不是絕對。

它是略去的，因為我們無甚麼振舌的音。第二，那些尾音 da，da 的那些尾音，

尾音普通講(話)的時候，尾音無那麼大聲(響亮)的，是嗎?他(們)就略了它了，那麼就

略了尾音。例如佛陀這樣，他(們)譯作梵，那個佛陀本來 Buddha，是嗎? Buddha，

佛陀。那個佛字，本來讀 Bud字的，那個佛字古音不是叫 fat，叫 bud 的。佛陀

Buddha 這樣的。

但是，漢朝最初譯作浮屠的，是佛，Buddha 這個字譯作浮屠的，Buddha。那

怎樣譯作浮，那個浮字 f音來的。因為中國古代無 f音，凡是 f音，就一是讀 b，一是

讀 p，浮屠不是 Fuddha 那樣，是 Buddha 這樣。很多 f音、v音，f、v 這兩種音，

這兩種音就是在語音學上就叫做輕唇音，唇齒音，下唇就上齒，v，very good 的

very，ve，是嗎? 唇齒音。f，fa，唇齒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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唇齒音又叫做輕唇音，即是一個口唇，一個牙貼 那一塊着 (唇)。另外，有一些叫

做 重 唇 音 ， 就 兩 個 口 唇 一 齊 爆 發 ， 爆 氣 出 來 的 。 例

如，ba，b，ba。p，pa。m，ma，那些都是重唇音。我們中國民族古代那些音韻

學家這樣講的，是嗎? 如有不對，我不是專家，不是那些音韻學家就是。

古無輕唇音，我們就中國來講，古代無輕唇音，凡是輕唇音在古代就讀重唇音，

所以那個浮字在古代不是讀 fu，不是叫 fu，是讀甚麼? 讀 bu。現在我們廣東人，還

有很多保留的。浮起來，那些人叫甚麼? 「蒲」起來。娶媳婦，娶新婦，我們叫甚

麼? 娶「新抱」。尤其是那些甚麼? 水上人，無人說娶新婦的，有些人說「新抱」

的。是那些很文雅的人，然後才(說)新婦，普通一般人「新抱」，即還保留 這種重着

唇音的遺跡。

有朵花，古代和這個字一樣音的，fa，應該那朵花。因為花就是輕唇，f音，f音

不是讀 b 就是讀 p。這個婆羅門，Brahmā，b字頭，現在我們讀梵，fan，f音的，

梵，f-a-n，那個梵是嗎?但古代讀 ba，怎會讀了 ba 呢? Brahmā，就 Frahmā，再快

些就讀 fa，ba 這樣的聲，他譯作 ba，叫做梵，就這樣。就不要怪古人的，因為古人

(對)這些事是很簡樸的，是這樣差不多的。尤其是初期譯音，初期譯佛經是專家翻

譯，都不是的，你一會讀下去便知道。

支持這個印度佛教入中國，即是將佛教由印度文化圈帶入中國文化圈，主要(是)

水陸兩路。最初就是陸路，陸路由那些商隊、那些商人，因為漢朝張騫通西域之後，

有一條叫做絲路的。中國那些波斯商人和那些中亞的商人，就將中國那些絲帛運到歐

洲，亞洲西部和歐洲。最賺錢的那些絲，那些商人運絲、運東西等等，都是經那條

路，行慣了那條路，叫做絲路。

現在大陸便是正在研究 那條絲路，現在已經有眉目了，已經有了那條具體的絲着

路，所經的路線是怎樣的，大陸已經正在研究，已經有相當的眉目了。最初在印度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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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圈裏面有一種東西叫佛教，是被那些經絲路的商人支持，就帶它入來中國那個文化

圈裏面。那麼要為什麼中國商人支持，不是很多和尚帶來的這樣嗎?和尚固然是和

尚，但和尚自己走過來，和尚(需)要食(食物)的，一、兩個和尚當然(不可能)自己走那

麼遠的。

他要別人支持自己的，而真正支持那班和尚，令到那班和尚能夠來中國布教的，

是那班商人。那班商人才是主力的，即是站在社會的立場來到看，是這樣看的。如果

站在佛家布教立場來到看，當然是那幾個和尚了，不用說了。但從歷史來看，就不是

這樣的看法，是嗎?所以這班商人，那既然初期都是那班商人帶來的，那班商人擁着

那些和尚帶來的。

好了，那些和尚來到中國，他(們)要翻譯佛經，有哪些人翻譯? 那些和尚不懂中

國話的，就當然要找甚麼? 那些商人就當然兩邊話都懂的。即是我們中國清朝的時

候，和英國貿易，那些叫做蕃招買辦，那類人一方面他懂英文，一方面他懂中國文，

當然有一種這樣的人的，那類商人。

那種商人兩種話都懂的時候，那些和尚不懂這些中國話，要靠這班人來傳話的，

不是專家傳話的，最初就是這班商人傳話。當這班商人，他(們)的目的志在賺錢的，

不過他(們)又有信仰。他(們)有信仰，他(們)又不是專家，你叫他(們)幫手翻譯，他

(們)就翻譯 Frahmā，他(們)就翻譯成 ba，那麼就這樣。這樣他說的，那些商人都懂

講中國話，就未必懂得寫中國字，又要找一個中國讀書人。

那個讀書人又和那些商人接洽，那些商人由那個印度人(說) Brahmā那樣講，講

給那些商人聽，那些商人發的音不一定很正(「字正腔圓」)的，那些商人不是印度人

的，即是等於現在的新疆人那些。

他(們)那些音，可能已經(將) Brahmā，他(們)已經發到 Frahmā，Brah、Brah 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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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不定的。那麼那個中國人一聽，讀書人聽見 fa 一聲，那就寫一個梵字了，就這樣

來的，是嗎?凡是一樣東西初期，都是有這樣的笑話的，無辦法的，就當然如此的。

那麼婆羅門教就在五河流域一帶生根的，所以後來那些沙門團發展，多數在恆河流域

一帶和恆河流域以東發展。

他(們)在西北印度動搖不到(婆羅門)。那些婆羅門教根深柢固的，那即是婆羅門

教的所謂四本《吠陀》，大概在五河時代就完成了。一直落(傳下去)，一直向東南面

落(傳下去)，一直落(傳下去)的時候，時傳時留居。那麼從此每到一個地方，就把那

些當地的土人征服，所以印度有些奴隸階級，那些奴隸階級就被那些雅利安人征服

的，被人征服的(那些人)就變了奴隸。

那些雅利安人裏面，那些最聰明、有智慧的那些，叫做婆羅門了。但是那班婆羅

門，即是等於那些教士來的，教士不生產，又要(依)靠別人(供)養的。(需)要(依)靠兩

種人(供)養，兩種人供養。一種就是那些酋長之家，那些軍人，有政權的人，那些就

叫做甚麼? 叫做王族、貴族。第一個階級婆羅門，第二個階級貴族。貴族就只會打仗

而已，會管(理)人(民)而已，實際耕田、實際畜牧就要(依)靠那些平民的，(依)靠平民

階級，那些自由人的階級，即是有一個人身權的那些(階級)。

那些平民階級。第三，那些雅利安人，即是那些白種人，就(是)三個階級，比較

接近平等。但是，它的第四個階級，就叫做賤種，賤種來的。這些(賤種)幾乎，他

(們)一做了奴隸，譬如那個將軍帶兵去打，打到那個地方，有些人(做了)俘虜，這些

(俘虜)就是他的奴隸來的。那些君主將那些奴隸來到賞給那些有功之人這樣。那麼那

些貴族就(是)每個人都有奴隸。那麼，那些平民漸漸地，他們經營農業。經營畜牧，

有些經營手工業，他(們)賺到錢了，一賺到錢的時候，他(們)向貴族買奴隸。那麼這

樣平民又有奴隸了這樣，那麼便是四個階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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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社會階級就(是)四個都齊全了，將近(雅利安人)入去印度的時候。這樣由那

《四吠陀》思想完成了。有了《四吠陀》思想之後，那些婆羅門又將那《四吠陀》，

又差不多是「天啟之書」，他(們)說是神啟示來的。那些婆羅門在那裏澄心默坐說，

他(們)說那些神來到啟示他(們)。初期他(們)還不記錄的，用口來講的。那他(們)要傳

授給人的，傳授給別人，別人不明，他(們)要用很多解釋的。

那他(們)用解釋的時候，就有了所謂《淨行書》，又叫做《婆羅門書》。又所

謂，除了那四種《吠陀》的經典之外，還有一些解釋經典，那些《婆羅門書》叫做

《淨行書》。《淨行書》主要就把這個《四吠陀》的哲理，和那些《四吠陀》裏面講

那些祈禱、供神、祭神的儀式的意義解釋的，這些叫《淨行書》。那麼《淨行書》都

是著重解釋如何奉祀天神(比較)多的，(在)哲理(方面)還不是很深刻的。

於是，有些人就專於哲理方面來思考了，那麼就產生了很多種，那些叫做《奧義

書》了。Upani adș ，《奧義書》，很多種的，大概現存的《奧義書》都有七十多

種。一本本單行的，好多種《奧義書》，就分為前期的《奧義書》，後期的《奧義

書》。那麼於是產生《奧義書》。《奧義書》裏面，就含有很多的哲理在裏面，很多

自相矛盾的哲理。差不多《奧義書》裏面，後來印度所發展的各沙門團的思想，已經

在《奧義書》裏面，已經孕育了。

如果不是佛教徒，而站在研究印度哲學史的人看，他 (們)就說佛教思想不過是

《奧義書》思想分派下來的一系而已，一支而已的這樣，這樣看法的。你剛才說那個

婆羅門教思想，便是這樣的線索，就這樣的。大概《奧義書》的思想就(比)佛。那麼

這兩個是文化圈裏面，有兩系不同的文化，這兩系的文化，這兩個文化圈，地理環境

不同，我們揭開那個地圖就知道不同，氣候不同。中國比較偏北些，大部份是溫帶，

印度大部份(是)亞熱帶和熱帶。熱帶和溫帶的人思想有些不同。印度因為……

聽眾：羅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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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公：嗄?

聽眾：聽講《淨行書》是否專門講修行那些來的?

羅公：嗄?

聽眾：是否……

羅公：《淨行書》?

聽眾：嗯。

羅公：《淨行書》? 大部份是解釋。

聽眾：解釋?

羅公：祭神和怎樣供祭天神，和供祭的意義和教人如何修行。就對一個純粹的哲學思

想比較少。

聽眾：那麼是怎樣?

羅公：嗄?

聽眾：他(們)是怎樣祭神? 那本書是怎樣講?

羅公：他們是怎樣看法，是嗎?

聽眾：不是，即是祭神那些?

羅公：祭神，是嗎?祭神他(們)就(是)主要是祭「娑摩」，祭那個天神，他(們)就用種

種物品來供祭。最特色的就叫做「娑摩(s ma)ā 祭」，後來就將「娑摩祭」來

到解釋，就變成整個《吠陀》的。本來四個《吠陀》，最初一個而已，後來又

有一個《吠陀》，是因為要去解釋「娑摩祭」，而另外成立一個《吠陀》。很

多種，現在後代，中國，不是，後代那些佛教裏面，那些密宗等等，那些禮拜

的儀式，大概站在佛教，印度思想史來講，都是淵源於婆羅門教那些《淨行

書》那些的祭法。

聽眾：那麼佛教是否造一個佛來拜? 那他們造甚麼來拜?

羅公：嗄?

聽眾：有否造一些東西來拜?

羅公：佛家。

聽眾：佛教就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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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公：密宗。

聽眾：嗄?

羅公：密宗就有。

聽眾：嗄?

羅公：密宗

聽眾：即是不是……

羅公：其他的宗不一定有。因為到了佛教已經變了無神論，所以……

聽眾：佛教變了無神論。

羅公：變了無神論，佛教不相信這個創造神，佛教的特點不信這個創造世界的天神。

聽眾：那麼它(佛教)信甚麼?

羅公：嗄?

聽眾：即是(佛教)信他自己?

羅公：信自己。它(佛教)不信天神，它(佛教)信，它(佛教)認為眾生、這個世界的形成

是由業力，它(佛教)不相信天神。

聽眾：那你剛才說，說佛教是一個婆羅門教的一支。

羅公：婆羅門教發展到極的時候，就發生反動，佛教是婆羅門教的反動。婆羅門教就

相信一個創造主，佛教就反動，反動不相信有一個創造主。如果它(佛教)是相

信，那又怎樣叫做反動? 

聽眾：但是那個淵源又怎樣?

羅公：淵源有很多，即那些思想的淵源。

聽眾：如果是這樣，基本上剛剛相反的。

羅公：你說它(佛教)是相反又可以，它有一個線索在這處。因為不是說相反就一定不

從那裏來的。從那裏來，來產生相反的東西都有的。在辯證法上，一正一反會

產生反的，不是一定，不會產生反的效果的。如果你想看婆羅門的思想，有幾

本書你可以看一看的。這本比較舊的，有本比較舊的書，《印度哲學宗教

史》，商務印書館出版的。不過現在大陸的商務就無了這本，台灣商務就將它

來到翻版，《印度哲學宗教史》。是這個日本人，兩師生合著，高楠順次郎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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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佛教徒，不是，是日本佛教徒。最初去外國留學，取得差不多二、三個博

士學位的一個這樣的人。那個木村泰賢是他的學生。

聽眾：婆羅門教是否和回教那些差不多，是嗎?

羅公：就不同。

聽眾：就不同，不是的嗎?

羅公：這個差不多，這兩(三)個字很難講。是嗎?

差不多、差不多這有兩個字很難講的。不過有一點相同的，他信有統治宇宙的

神，我思疑這點相同，這點會相同。佛教就否定一個統治世界的神，否定這個世界是

神所創。他說本來佛教不能叫做宗教的，佛教不叫得做宗教，是實在的、本質上不叫

宗教。那個(是)因為日本明治時代就派了一批學生，去外國留學。每個留英、留德的

那班學生，他(們)把了英文那個 religion 的那一個字來作翻譯，譯作甚麼(比較)好呢?

好了，religion 了，這個字總帶有神的意味，即是差不多所謂 religion 就是人和神的

關係，差不多專(門)研究這一門(學問)的。

如果沒有了那個神，又怎能叫做 religion 呢?照理就不對的，但是那班日本留學

生，他要翻譯 religion 這個字，他難搞了(遇到困難了)，這樣他找甚麼來翻譯好呢?

他就於是想，想到佛教裏面有些名詞。佛教裏面，唐朝的時候，佛教很發達，有很多

宗派，其中有三大宗派，都是講學理的，叫做「教下三家」。唯識宗、天台宗，華嚴

宗。這三宗就講教的，這個教本來就是 teaching 這樣解釋，不是 religion 那麼解釋

的。教那些經書來的。

這樣，叫做「教下三家」，即是說他(們)專門，這種人很歡喜(在)那些典籍裏

面，來到尋求道理的、尋求義理的，所以叫做「教下」，有三派的，叫「教下三

家」，就簡稱「教」這樣。好了，隋唐之間，有一派異軍突起的，新的宗派就叫做禪

宗，是嗎? 它幾時起的?以前那一段(歷史)我們暫先不必理會它，我們說它是隋唐的時

候。不過它的盛都是隋唐時盛的。以前那一段(歷史)，我們現在還未計算、計算未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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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得清楚到的。那麼當然是每個都說菩提達摩那裏來，但是有些又說不是，不承認

的，是嗎?那麼我們姑且就由隋唐起講，隋唐事實上是有這一派的。那麼就叫做禪

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

不只不信神，連佛他(們)都不拜的，這些人，佛不拜都可以，不是說絕對不拜，

不拜都可以的。每件事都(是)自己的心而已，他(們)這樣的。那些就叫做甚麼?他(們)

自己就(說)不是教，說你(們)這些華嚴宗這些是教，他(們)說我是「教外別傳」的，在

教之外另外傳授的，就叫做「宗」了，叫做「宗門」。禪宗就自稱為「宗門」，就稱

禪宗以外的那些佛教做叫「教下」。

那麼，於是佛教就有所謂「宗門」、有所謂「教下」。那班日本人出去留學，那

班學生回到日本，不斷翻譯 religion，這樣這個字怎樣翻譯呢?佛教裏面有所謂「宗

門」，有所謂「教下」，將這兩個「宗門」、「教下」，一個「宗」、 (一個 )

「教」，合併起來，將它來譯作宗教，religion 那麼解釋，將它來譯這個 religion 一

個字，叫做「宗教」這樣。

那譯了之後，他(們)亦將佛教，亦有去拜阿彌陀佛、去拜釋迦牟尼。有些就拜大

日如來等等，那麼又相似了。又似婆羅門了，是嗎? 又似其他的宗教了，有相似的地

方了。那就對了，那就叫做宗教，是這樣。佛教的本質上，如果你說，假使你那條問

題是在那個宗教的定義那裏，如果你說宗教一定是有一個創造世界的，或者創造人類

的主宰的，(根據這個定義)才能叫得做宗教這樣，那麼佛教就不是宗教。

如果他說不是，隨便對人生有歸宿的、肯去修持而就叫做宗教了這樣，那麼它

(佛教)又是宗教了。不過，這樣很大毛病的，對追求人生的歸宿而肯努力這樣去修

持，這樣就叫做宗教，那麼你說宋明理學家又不追求人生歸宿嗎?你說他(們)又不是

修持嗎? 他(們)一樣是努力修持的。不過他(們)不是點香、點蠟燭那樣修持而已，他

(們)一樣很虔誠修持的，所以(這個看法)有毛病的。說佛教是宗教，這個有毛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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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當五四時代不久，五四之後不久，一兩年，南京有一位叫做歐陽漸……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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